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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目的地旅游
发展的三个趋势

■ 陈耀

目前，度假目的地旅游出现了
全域化、特色化、精品化的趋势。

观光胜地和度假胜地有着很大
的不同——观光胜地的主要吸引是
拥有特别景观的旅游景区，主要支
撑是包括吃住行游购娱6要素的传
统旅游行业，旅游运作方式是观光
团队为主的旅行社安排的行程；而
度假目的地的主要吸引是具有优越
生态环境、优美景观环境、优雅文化
环境、优质服务环境的旅游境区，主
要支撑是度假目的地的整个区域的
全社会，旅游运作方式是提供度假
游客多种形式的到达、停留和体验。

现在，度假目的地的全域化，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地域空间的全
域，人文空间的全域和产业空间的全
域。

要实现地域空间的全域，对城
乡、旅游景区和居民生活社区，公共
设施和基础设施等，都应当进行旅游
化改造，要让处处有风景；实现人文
空间的全域，则应该对全民进行旅游
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创造全民友善待
客、参与发展旅游的氛围，做到处处
有风情；实现产业空间的全域，就要
让旅游业从接待服务业同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乃至被有些专家
称为第四产业的信息和文化创意产
业对接、融合，创造让游客可以得到
多种体验的新型休闲度假业，做到处
处有体验。

发展旅游成为当今世界的趋
势。度假旅游可以带来更多综合效
益，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各地城市
日益注重建设度假目的地。度假目
的地相对于拥有奇特景观的观光目
的地，更加容易形成同质化，尤其是
相临近区域。为避免不良竞争，增
加本目的地的吸引力，特色化是度
假目的地旅游的发展趋势。

突出本地的和民族的文化，通
过文化创意将其表现于城市建筑和
设施、环境和活动、餐饮和商品等多
方面，是度假目的地旅游特色化的
途径。而放眼国际视野，加强不同
度假目的地城市的交流与合作，注
重进行差异化开发，则是度假目的
地旅游特色化需要关注的方法。

随着度假目的地旅游朝着精品
化的趋势发展，不同于观光胜地旅
游追求的知名度、客流量、美誉度的
指标，度假目的地旅游精品化追求
的目标则是指名度、客留量和忠诚
度。

从知名度到指名度，从客流量到
客留量，从美誉度到忠诚度，是度假目
的地旅游实现精品化发展的必然要
求。

《2015年Q1入境游报告》发布

一季度入境游
收入达128亿美元

近日，国家旅游局海外旅游推
广网站“美丽中国”发布《2015 年
Q1入境游报告》（Q1即第一季度），
报告对中国旅游入境市场情况、海
外网民对中国旅游关注进行了介绍
和总结。

2015 年 Q1入境人数 3138 万
人次，过夜人数1311万，入境旅游
收入128亿美元，就三个月分布而
言，三月数字最高，二月数字略低。

就入境市场收入而言，2015年
Q1入境收入外国人旅游花费最高，
为74.43亿美元；香港同胞28.85亿
美元，台湾同胞15.74亿美元，澳门
同胞9.02亿美元。客源市场收入分
布与历年趋势一致，虽然同比历年
Q1入境人次发生波动，但整体外国
人在华旅游消费呈现逐渐递增。

海南创意旅游产品
惊艳展览会

“这次参展的企业十分踊跃，很多
没有来得及报名的企业也赶着过来参
加这次的展览会。”海南省旅游商品企
业协会会长余从武介绍，除了此次参加
的企业众多外，这些企业带来的旅游商
品很多也都充满创意。

“这个是椰子壳做的勺子吗？”在
“小椰壳”厨具的摊位前，很多参观者都
对这些精致的椰壳餐具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海南常见的椰壳在经过选料、切
割、打磨、抛光一道道严密的工序后，被
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一把把造型古朴
而优美的汤勺、水勺。

“海南的椰雕要想发扬光大，必须
和现代的工艺相结合。如果还是停留
在传统的手工艺上，那是很难打出市场
的。”“小椰壳”总经理符冬波告诉记者，
在生产这些椰壳餐具时，他在保留了海
南传统椰雕手工艺基础上，吸纳了德
国、日本严谨而先进的餐具工艺，经过
长达8年的研究才推出了这些独具海南
特色的椰壳餐具，“我刚刚接到了来自
广东的两千万元订单，根本忙不过来。”
目前，来自国内及台湾、日本等地区和
国家的客商纷纷找到符冬波进行接洽，
商谈订货事宜。

而在推出以椰子为材料的美容品
的古椰皂坊前，来自海南黎家的古法手

工皂和美容化妆品也获得了众多女士
的青睐。在展览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旅
游商品大赛”中，古椰皂坊的黎家古法
祖母皂大礼也获得了银奖。如今，古椰
皂坊的产品不仅在岛内出售，还通过网
络和在省外设立实体店将市场向岛外
延伸。

同样将椰壳赋予创意的“椰格格”，
其生产的椰壳包也引来了不少参展客
商的咨询。在经过几代的改进后，如
今，“椰格格”的椰壳包加入了色彩鲜艳
的亚克力材料、黎锦等新元素，让原本
色调沉闷的椰壳变得时尚。“我们现在
几家生产海南旅游商品的企业组成了

‘海南创客’，将海南本土的椰壳、黎锦、
海南土特产、手工编织等元素组合进行
创新，希望能够不断推出新的产品。”

“椰格格”总经理刘雅说。

创意产品走俏
品牌推广不足

“其实，和展会中其他省份的旅游
商品比起来，我们海南的旅游商品还是
很不错的，也很有创意。只是宣传还不
够，知道的人还不多。”5月24日，在花
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逛了整个会场后，海
南省旅游委副巡视员陈祎波不由感慨
道，海南的旅游商品想要得到进一步发
展，除了创意之外，品牌的打造和对外
推广也十分重要。

虽然参展的很多企业产品都远销

省外甚至中东、欧美、日本等地区和国
家，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除了少数
几家坚持做自己品牌产品的商家外，更
多参展的商家重点还在于为采购商进
行贴牌生产。

在抱团参展的多家文昌市会文镇
的佛珠加工商家中，虽然很多也都注册
了自己的商标，但更多的还是为来自全
国各地的采购商们进行贴牌生产。“我
们也尝试过用印有我们自己商标的包
装盒包装，但很多采购商都将我们的包
装撕掉了。”一位参展的商户无奈地对
记者说道。

“很多外地客户也都只是向我们订
购产品，然后贴上他们自己的商标。”刘
雅表示，虽然自己的产品十分走俏，但
由于销售渠道问题，“椰格格”目前还未
能完全实现只做自己的品牌，“不过我
们现在也逐渐转向专注打造自己的品
牌了。”

文昌市会文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镇将引导佛珠加工商家
打造自己的品牌。

提升品牌知名度
亟需“互联网+”

“旅游购物能够带动巨大的消费。
旅游商品在海南旅游发展中大有可
为。”陈祎波表示，在海南，还有很多可
以挖掘和开发的旅游商品，如果每个乡
镇都能像文昌会文镇这样发展一个自

己的旅游商品品牌，打造“一镇一品“，
这不但将大大丰富海南旅游商品种类，
更能带动当地百姓致富。

“海南有那么多传统手工艺，如果
能够用创新的方式对其进行包装，把手
工与市场结合起来，还是能够开发出不
少旅游商品的。”海南省旅游商品协会
常务副会长陈海洋介绍，将传统手工艺
品包装成旅游商品，在我国的广东、云
南、贵州、台湾等地都做得非常成功，

“比如黎锦，就可以包装成为一种旅游
装饰商品，或者可以考虑将黎族姑娘的
筒裙加入新的设计元素推向市场。现
在的人们都喜欢返璞归真，海南传统的
手工艺品经过包装还是很受欢迎的。”

海口经济学院人文与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旅游研究所所长刘荆洪表示，
在“互联网+”时代，旅游商品的营销也
同样需要加入互联网元素。他建议，海
南的旅游商品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开
辟市场，“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和淘宝等
成熟网站，以多种方式将海南的旅游商
品和大市场连接在一起。电子商务的
引入能够大大拓宽销售渠道和知名
度。”

陈祎波也透露，下一步，海南省旅
游委将把海南优秀的旅游商品打包统
一对外进行推广宣传，并通过“互联
网+”的方式对海南旅游商品进行营销，
提升海南旅游商品知名度，并进一步发
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制
定行业标准，保证旅游商品品质。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造型流畅的罐装红糖上印着年轻
人之间流行的时尚标语、手工编织的
礼盒充满复古情怀、经典的红色包装
透露出浓郁的“中国红”……过去散装
的古法红糖，在经过精心的包装后，立
马变得“高大上”。取“love”的谐音，
海南大学学生马昕彤组建的团队将海
南遵谭突发制糖工艺与现代工艺、创
新元素相融合，推出了“拉乌”红糖品
牌。

“在台湾和日本，同样是手工制作
的‘黑糖’都已经成为十分受欢迎的商

品。其实，我们海南的古法红糖有着十
分浓郁的口感，对人体也有很多好处，
是工业化赤砂糖无法比拟的。”当了解
到曾经火红一时的古法红糖现今面临
消亡的境地时，马昕彤决定将这种传统
手工艺产品重新推向市场，并在其中挖
掘到了商机。

而同样作为海南传统手工艺品的
椰雕，在经历了一个粗放的发展时期
后，现今也在众多企业的努力下迎来新
的机遇。无论是高档昂贵的椰雕艺术
品，还是实惠精致的椰雕音箱、椰壳厨
具，亦或是充满时尚感的亚克力椰壳
包，都拥有其巨大的市场。

“这是我们开发的触摸椰雕灯，这
是香薰烛台，这是茶叶罐……”吴名驹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南椰
雕省级传承人，除了制作高档的椰雕艺
术品外，他还致力于开发更多具有实用
和观赏价值的椰雕工艺商品，“我想让
海南的游客知道，椰雕不只是过去的椰
娃那样粗糙的产品。”

早在10年前，郭凯就成立了公司，
将传统的黎锦手工艺品开发成为商品，
推向市场。如今，除了保留传统手工黎
锦产品外，郭凯还将传统的黎锦图案用
于机械纺织品上，让黎锦文化融入现代
工艺，走向产业化。

传统+创意

让传统手工艺品变身时尚礼品

国家旅游局出台新规：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保存期限动态管理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新修改的《国家旅游局
关于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公
布，“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期限，将视情
节及影响程度实行动态管理。

据了解，原《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
法》确立了游客不良记录信用保留期限制度，规定
视游客不文明行为情节的轻重，游客不文明行为
记录信息保存期限为1至2年。新的《国家旅游
局关于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六
条修改为“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实行动态管
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期限视游客
不文明行为情节及影响程度确定，期限自信息核
实之日起计算。

2015年中国商务旅游消费
将超过美国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报道，近日，Amadeus
和Frost & Sullivan联合制作了一份亚太商务
旅游市场报告，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商务旅游
消费将超过美国商务旅游消费。

中国的商务旅游花费已经达到2500亿美元，
研究认为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5000亿美
元。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商务旅游市场。”

出境游委托代理试行政策停止

三四线城市将受影响

据北京商报报道，国家旅游局决定于6月1
日起将停止实施《关于试行旅行社委托代理招徕
旅游者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这也意味着2010年开始实施的出境游委托代理
试行政策将会调整。国家旅游局此举意在规范旅
游市场，亦有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此举将冲击那些
没有出境游资质的中小出境游代理商，而这种影
响在三四线城市尤为明显。

有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一二线城市有出境
游运营资质的旅行社较多的情况，很多三四线城
市的旅行社都没有出境游运营资质，主要依靠获
得出境游委托代理的方式销售相关旅游产品，而
此出境游委托代理试行政策被叫停，意味着这些
位于三四线城市、没有出境游运营资质的旅行社
或是机构和个人有可能面临无法经营相关业务的
情况。

泰国旅游局：

中国游客成为品质型游客

据品橙旅游报道，泰国旅游部长Korbkarn
Wattanavrangkul日前表示，2015年第一季度，
中国游客花费水平上升，成为品质型游客，并在泰
国成为日均花费最高的客源市场。

Korbkarn 表示，中国游客在泰国逗留期间
平均每天消费6346泰铢，在今年第一季度期间，
中等外国游客的平均每日消费为4950泰铢。新
加坡游客位列第二位，平均每日花销为6284泰
铢，之后是马来西亚游客6020泰铢，印度游客
5952泰铢以及澳大利亚游客5842泰铢。

25家品牌连锁酒店将与
去哪儿网深度合作

据中新网报道，日前，去哪儿网主办的“2015
年全国集团连锁酒店营销峰会”（第二届驼商汇）
上，铂涛、华住、维也纳、速8（中国）、布丁等25家
集团连锁酒店近30名高管与去哪儿网高管、销售
代表共同参加会议，湖南本土品牌莫林风尚、今天
连锁等酒店集团高管表示高度重视与去哪儿网的
合作，各酒店集团同时还表示愿意和去哪儿网进
行更深度战略合作。 （符辑）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5月24日，第七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展览会在浙江义乌
开幕。在这次的展览会上，来自海南的50多家企业带着各自
充满创意的旅游商品亮相，吸引了国内外采购商的关注。而
在展览会期间举行的2015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中，海南选送的
三件旅游商品也分别斩得一金、一银、一铜，收获颇丰。海南
省旅游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的展览会，可以看出海
南的旅游商品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但也依然存在知名
度不高、品牌打造力度不够等问题。

作为拉动旅游消费的重要一环，旅游商品的发展近年来
也颇受业界重视。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
还是专家，都认为海南旅游商品要想真正获得市场上的成
功，创意和品牌是最为核心的因素。

椰雕被开发出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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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游商品期待
“创意+品牌”

特色旅游商品开发越来越有创
意，但品牌营销却远远不足

加入时尚设计的椰壳变身女性喜爱的装饰品。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